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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中市公有第二零售市場是台中市歷史悠久的傳統市場，建於 1917 年，位

居市中心，是早期相當重要的民生物品集散市集，因此販賣的商品十分多元，規

劃時以類別劃分攤販的區位，因而使市場的通道呈現六角形放射形狀，故又名為

「六條通」。 

 

    第二市場屬三翼放射狀建築型態，三翼長屋是原本市場最早主體空間，長屋

中放射出通道各以 30、60 及 90 度與周邊道路相接，中央以一座六角主樓為核心，

結合交會著三條長屋與六條主要通道接點。長屋內部店面配置於通道之左右兩

側，且在三翼放射狀之配置下形成一個內部循環遊逛動線。三條長屋於兩側牆壁

處皆開了八扇大窗以利市場內之通風、採光與防潮，乃日治時期公設市場建築共

同之特色。 

 

    三翼長屋將不同性質商品種類區隔開來，以確保衛生問題與管理。六角型塔

樓建築類型類似於西方過去監獄的建築型態，推測有可能為管理辦公室使用，在

六角樓二樓處的窗口可以看到第二市場內部所有運作情形，這種公共建物的建築

風格，常見於殖民統治時期的監職與管理目的。興建完工後第二市場以精美的貨

品品質、較高的售價服務於當時新富町之日本人，因此第二市場又有「日本人的

市場」之稱。 

 

    於台灣光復後，第二市場仍於持續發展且擴張中，內部廣場開始填入許多的

「九間仔」加入經營販售的行列。頓時，愈發熱絡的市集與商業活動自日治時期

的高級市場變成帄民所屬之高級商場，販售大量精美水果禮盒、日本食品、委託

行、著名食材店及小吃店等。 

 

    隨著中區商業的轉移、消費人口與居住人口外移、消費習慣等之轉型、大環

境市場的開放等種種因素，第二市場也隨著中區商業的轉型而受影響，過去獨有

的機能與服務被分割與取代，不似以往繁榮。但是被時間塵埃所掩埋的歷史空間

依然存在，而原先留存於市場中屹立不搖之名店、小吃依然以其特色繼續吸引著

人們上門。 

 

   本研究目的重返『二市』利，在日治時期第二市場如此的繁榮，是每個家庭

主婦每天必去的地方，如今隨著時代的變遷，朝著都市化前進，第二市場也逐漸

沒落了，從以前 1 天 4000 多人逛的市場到現在 1 天連 1000 人都到不了，這真

得很可惜，保留著傳統古色古香的建築，懷念的老滋味，為何不能繼續延續下去

呢？在第二市場多少的歲月走過，多少的風雨打過，如今卻還保留著，為何不好

好的重新改造，重返『二市』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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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的傳統零售市場，習慣稱它為「菜市場」或「市仔」，鄉土味的稱呼顯

得親切，透露出人民一直以它為活動中心，並仰賴它提供民生必需品。市場裡，

總是充滿著熱鬧的氣氛、採買的樂趣，除了滿足生活所需用品之外，更是居民閒

話家常、生活聚集的場所。市場內人聲鼎沸、充斥著濃濃人情味，不單是一個賣

食品貨物的地點，也是一個傳遞訊息的場所，人與人之間緊密結合的情感網絡。 

 

    然而，時至今日，隨著都市環境變遷、都市化的生活、商業型態的快速發展

以及新式商場的大量興起，改變了民眾的生活習慣和採購習性，購物管道不再侷

限於傳統零售市場的供應，多元化的選擇正衝擊著傳統零售市場。除此之外，由

於早期設置的傳統市場建築老舊、採光、通風、排水不佳、光線不足，昏暗潮濕

與雜亂無章的景象常為民眾所詬病；停車空間不足以及周邊聚集佔道營業的違規

攤販，讓許多民眾望而卻步；加上傳統零售市場的營業時間無法配合消費者的生

活習慣，所以在面對商圈內超市、賣場以及黃昏市場的競爭之下，傳統市場難維

持以往的營運優勢，其發展已漸趨式微。 

 

    政府當初興建公有市場的目的有三：第一要提供市場用地，讓居民有日常採

買的場所；第二是社會救助的功能，讓無工作者在公有市場承租攤位進行生意買

賣以謀生計；第三是爲了要解決流動攤販過多的問題，將攤販宊排至公有市場統

一管理。而公有傳統零售市場經過多年的經營之後，產生許多問題，目前的市場

狀態正處於轉型期，雖然外在環境有超級市場、便利商店及量販店等新興商場的

威脅，但傳統市場仍有無法完全被取代的重要性。 

 

    因此，經濟部商業司體認到公有零售市場的存在必要性，便提出「傳統市場

更新與改善五年計畫」(1998)，期望能藉此充分發揮市場功能、促進傳統市場邁

向現代化之經營、充份提供滿足消費者價格、方便性、多樣化選擇與遊逛動機的

購物空間，並預期本計畫能達成一、輔導建立示範性市場，產生示範效果，再由

點擴及於面，達成全面性的更新與改善；二、營造公帄競爭之商業環境，使傳統

市場顯現揉合傳統與現代的市場新風貌，再創傳統市場經營春天；三、配合發展

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程計畫，改善國民購物環境，提升國民生活品質，促進社會

繁榮進步等三大目標。 

 

台中市公有第二零售市場(簡稱台中第二市場或第二市場)隸屬台中市中區，歷經

清朝、日據時期到民國，市場的使用者從清朝屯墾者、統治者至一般的大眾百姓，

所形成的消費形式與周邊環境的串聯使得第二市場匯集了各種高級南北貨與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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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品，絡繹不絕的盛況更是許多台中市民的集體記憶與生活體驗。但是在跨越將

近一世紀的時間之後，中區舊市區內建物老舊、停車空間不足、缺乏綠意，消費

者不再光臨與駐留，第二市場周邊商家相繼歇業，使得第二市場漸趨沒落，曾經

輝煌的過往被埋葬在時間裡，使人們逐漸忘記它曾經存在的價值。 

 

    傳統零售市場，給人最大的感受是市場的人情味，眾多攤商聚集在一起，親

切地招呼語與此起彼落的叫賣聲，老顧客還能給予優惠，殺價再殺價，還能附贈

些其他貨品；這種充滿台灣傳統風土與人情味的買賣方式只有在傳統零售市場才

會發現。而市場內都有屹立不搖、遠近馳名的老店營業，例如台中第二市場內肉

包、滷肉飯與肉圓等小吃即是如此，甚至在市場周圍形成某商品店家集中的現

象，例如台中第二市場在早期就有水果街的稱號。傳統零售市場總是展現出強烈

生命力的都市生活型態，卻仍敵不過人為環境因素而產生危機；因此本研究以台

中市公有第二零售市場為例，探討傳統老滋味再發展的新契機。 

 

1.2 研究對象與範圍 

 

1.2.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主要為台中市公有第二零市場的老滋味，本文所提及之相關定義如

下： 

 

一、市場的定義 

(一) 廣義：廣義的市場是指一定場所或一定地理區域，買賣雙方採取各種不同  

之交易方法，使貨物或勞務發生移轉。交易關係所集中的「區域別」，如：

倫敦市場和紐約市場。交易關係所集中的「事務別」，如金融市場和證卷市

場。 

(二)、狹義：狹義的市場是指貨品聚集便於購買者與出售者進行買賣的場所。 

    而一般交易型態可區分為：批發市場(生產者與商販)、零售市場(零售商與消

費者)二類。以現象而行的買賣，雙方間無需特定資格的市場或特殊設備，

如傳統的市集、現代的菜市場，名為「公開的市場」。有特定的時間和場所，

用特定的方法與商品，經過特定人的手，而實行買賣的市場，如交易所得「限

制的市場」。 

 

二、零售市場 

    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三條：「本條例所稱零售市場（以下簡稱市場），指經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於都市計畫市場用地或非都市土地之甲、乙、

丙種建築用地，以零售及劃分攤（鋪）位方式，供蔬、果、魚、肉類及其他民生

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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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統市場 
    經政府核准分類，設置固定攤位及店鋪，或僅設置固定攤，集中銷售日常生

活所需物品的零售商集中營業之場所，通常是各攤位獨立經營，消費者直接與攤

商選擇商品和議價。 
 
四、公有市場 
    經政府核准集中零售農產品、雜貨、百貨或飲食等交易場所，並由相關主管

單位管理、收取租金或相關規劃，為政府提供零售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場所，

因用地為公有土地，因此稱為公有市場，也稱為傳統市場。 
 
五、自治會：由於傳統市場內由攤商自行籌組而成的管理組織。除了負責賣場清

潔管理之外，也負責公共設施管理與維護。 

 

六、攤商：在公有或私有市場內承租攤位的營業者。 

 

七、攤販：在這市場兩百公尺半徑以內的地方，以固定或流動式攤位銷售貨物或

提供勞動者。 

 

1.2.2 研究範圍 

 
   台中市公有第二零售市場位於中正路、中山路、三民路及興中街交接處，此

範圍屬於大墩里。第二市場緊鄰的興中停車場與興中轉運站，與台中火車站、台

中公園及台中市政府位據中區各一方。 
 
 
1.3 研究方法及流程 

 

   收集文獻和書面資料政府相關資訊，加以整理、分析歸納，也採取實地觀察、

攤商、攤販及消費者的訪談。 

 

一、文獻資料分析 

(一)政府對於傳統零售市場發展的政策瞭解。 

(二)台中市公有市場的形成與歷史資料收集。 

 
二、現況調查 

(一)紀錄第二市場營業時間、販賣類型及顯著特徵。 

(二)觀查第二市場的環境、經營及鄰近商業空間的使用方式。 

(三)調查現況：地理條件、歷史文物、經營現況及周邊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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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中第二市場現況調查分析 

 
2.1 實質環境現況 

 

2.1.1 地理位置 

 
位於今台中市中正路、三民路、中山路、興中街口的街廓內，中正路、三民路皆

屬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四通八達，周圍早期也是熱鬧的商業區。（圖二） 

 

（圖二）台中第二市場區域圖 
 

     

  擬定確立標題   

      

  設計相關問卷並實地探訪   

      

  分析結果歸納問題   

      

 整理提出最終結論   提出相關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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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交通系統 

 

(一)大眾運輸資訊 
    台中客運：於中正路與三民路口可搭乘以下班車 
6、8、9、14、15、16、26、41、57、70、82、88、100、101、106、107、115、

132、142、146、147、163、6873 號。 
仁友客運：30、37、40、45、48 號。 
統聯客運：83、86、87。於中正路口與三民路下車即達 
 
(二)停車場資訊 
1. 三民路 51 號      30 元/每小時 
2. 三民路二段 66 號  30 元/每小時 
3. 興中停車場       20 元/每小時 
4. 大誠立體停車場   20 元/每小時 
 

大 
 
 

誠 
 
 

街 

   

三 
 

民 
 

路 
 

二 
 

段 

 

 

大誠停車場 興 

中 

街 

  

   

興中停車場   

中   正   路  

  ★第二市場 66 號 

中   山   路  

  51 號  

    

（圖三）台中市第二市場鄰近停車位置圖 

 

2.1.3 歷史建築物 

 

    第二市場是位於台灣臺中市中區三民路與台灣大道一段路口的傳統市場。佔

地 2,388 坪，主體建築佔地 324 坪，屬三翼放射狀建築型態，中央以一座六角主

樓為其核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0_(%E5%8F%B0%E4%B8%AD%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0_(%E5%8F%B0%E4%B8%AD%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A4%A7%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2%B3%E7%B5%B1%E5%B8%82%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D%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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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周邊環境 

 

(一)三民路婚紗街 
    第二市場旁的三民路是台中市著名的婚紗街，經常有許多新人在此選婚紗，

第二市場的店家要如何網羅這些新人，讓他們能對第二市場留下好印象，擇日再

來消費，這是個拓展客源的好契機。（如圖四） 

 
（圖四）附近許多林林總總的婚紗店 

 
(二) 台灣大道 

台灣大道為台中市的中正路、台中港路原和台中的中棲路三條幹道的合稱，

從台中火車站延伸到台中港，總長約 24. 2 公里，而其遊客服務中心即位於第二

市場附近、興中停車場旁。2002 年，為了促進台中以及中台灣的城市發展，部

分企業界、學術界人士，首度發起了台灣大道的計劃，根據台中學術界、企業界

人士及市府官員的說法，台灣大道它將促進台中觀光業發展、帶來無限商機。但

由於規劃不良，未吸引遊客及促進台中觀光發展，台灣大道遊客服務中心簡直是

一座「蚊子館」，僅僅一家咖啡廳在此營業，當初第二市場內店家期望的商機也

落空了。如果市府能將台灣大道計畫重新檢討、再出發，相信必能帶動第二市場

的發展。（如圖五） 

 
（圖五）台灣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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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相關計畫 

 
(一) 結合市區文化遺產與市場特色 
    中區的歷史悠遠，擁有許多文化遺產，如柳原教會、萬春宮、台中公園等，

其內也有許多有特色的建築風格，如中國傳統建築的台中公園內的更樓、東洋風

的武德館、巴洛克風格建築的舊台中市政府等，從市政府出發繖行台中特設建築

一圈，僅需半天的時間，市府若能規劃市區文化遺產巡禮，將第二市場宊排為中

途飲食中心，讓遊客來第二市場逛逛，欣賞六角樓建築是可行的旅遊路線。 
 
(二) 展現市場特色 
    第二市場有別於一般的傳統市場，其內有許多服飾精品店，其中又以賣舶來

品居多，所以經常有許多婆婆媽媽來此買衣服；而第二市場內也有許多聲名遠播

的美食，吸引許多好吃的饕客前來品嚐，所以在傳統市場沒落的年代裡，若能整

合這些特色，打造成以美食、服飾聞名的市場，這是第二市場永不褪色的潛力。 

 

2.2 非實質向度調查 

 

 

2.2.1 歷史沿革 

 
台中市的發展較晚，約於 1710 年時方有漢人移墾犁頭店（今南屯），約 20 年後

街屋沿今台中公園向南延伸的小丘興築，得「大墩街」之稱，即台中舊稱「大墩」

的由來。第二市場所在地清朝時稱為大墩下街，當時已為十分熱鬧的露天市場。 
 
1911 年 市區改正計劃開始實施 
1917 年 台中州廳政府於新富町（今中區中正路、台灣大道、中山路

及興中街所圍成街廓）建立「新富町市場」。以精美的貨品品

質、較高的售價服務於當時新富町的日本人，因此又有「日

本人的市場」之稱。 
1917 年 11 月 日本殖民政府以 39,700 圓的經費，以加強磚造斜頂木屋架、

木造樓板的方式興建第二市場（又稱新富町市場），翌年 3 月

完工，當時面積約 2,300 多坪，規劃了 53 個賣店。第二市場

名稱的由來為日治時期台中市興建的第二座新型集中市場。 
1936 年 市場內過於密集的零售商與交錯複雜的管線線路不甚引發大

火，隨後重建。 
1946 年 市場內建武德宮，主要是供奉關聖帝君和媽祖，為第二市場

攤販的信仰中心。 
2004 年－至今 台中市政府進行全面性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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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自治會組織 

 

為建立完整共銷型態，整合、推廣第二市場的風貌而組成的自治會組織。 
 
2.2.3 經營型態 

 

經研究發現市場裡各攤販營業時間不一致，上午時段販賣生鮮蔬果、中午時段為

日常用品百貨、晚上則是琳瑯滿目的小吃遍布四周，從此處去探討如何整合市場

整體的活化度。 

 

2.3 SWOT 分析圖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 

區位優勢 

可及性高 
政府公有地 
傳統小吃受歡迎 
攤商信用好 
彈性銷售方式 
濃厚的人情味 
重要的歷史場所 
成立自治會組織 
傳統宗教信仰中心 

閒置空間出現 

室內光線不良 
公共危險問題 
作業空間不足 
產品包裝簡陋 
缺乏經營行銷方式 
經營者的高齡化 
經營時間無法配合 
無法吸引消費者停留 
人行與貨物動線重疊 
室內陰暗潮濕髒亂 
通風不良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台中市政府推動各項計畫 

台中市政府加強輔導示範市集 
台中市中心的動線串連 
大台中旅遊服務中心 
街道商業型態多樣 
豐富的生活景觀 
附近居民的重視 

商業中心轉移 

市中心購物環境差 
其他傳統零售市場 
新式賣場成立 
消費習慣改變 
人口嚴重外移 
停車空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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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場特色美食與改造策略 
 

3.1 特色美食大總覽 

 

3.1.1 第二市場整體改造前稿配置圖 

 

改造前原始位置 

 

改造後新動線整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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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六角美食巷介紹 

 

3.1.2.1 六角美食一巷 

1.三代福州意麵老店 

 
 

 

 

2.素食麵 

 

    福州意麵經過三代到現在傳到經營者趙善棋

先生，老闆表示祖先早在福州的時候，就已經是料

理師傅，所以「福州意麵」算是他們的家傳料理，

經營小吃店算是「祖傳事業」。趙老闆的祖父出生

於日治時期來到台灣，最早在彰化員林擺攤賣意

麵，一年後遷到台中，並定居與此。「福州意麵」

所用的麵條，屬於窄版的白麵，比一般的麵條薄了

一點，純手工製成。店內還有餛飩湯、魚丸湯、排

骨湯麵…等，都相當受老饕的喜愛。 

    這家麵意老店的乾意麵，採用加了蛋

的手工雞蛋麵讓麵條更好吃，也是第二市

場頗受到歡迎的店家。 
    發著亮光的意麵上頭淋上了香噴噴的

肉燥和蔥花，這家的肉燥以瘦肉居多，攪

拌之後發現下面有滿滿的豆芽菜，意麵就

是要趁熱吃，麵條煮剛剛好，軟滑度也剛

剛好。 

    提供素食者好吃的素食麵，夏天以筍

子為湯底，冬天則為白蘿蔔。另有香椿炒

麵、炒米粉及髮菜羹、當歸湯等。特色商

品另有「素食菜捲」以豆皮包筍絲、香菇、

高麗菜、胡蘿蔔的內餡，而且大包又便

宜，衷心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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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市場素食 

 

 

4.阿嬤 a 相思麵店 

 

 

 

 
 
 
 
 

    「健康、品質、親切」這是第二市

場速時給顧客的絕對保證，各式各樣的

小蔡，配上傳統的地瓜粥和白飯，給您

有別於其他家的口感，天天換新菜，天

天讓你吃不膩的素食，出陳換新就是他

們的特色。 

    相信大家看到這碗麵，跟我上面的

標題"麻醬麵"，一定以為是我打錯了！

其實不然，在這裡點麻醬麵，送上來的

就是這樣白色的乾麵，原因是，內用的

麻醬麵 = 招牌白乾麵 + 自行添加麻

醬。 也就是內用的話可以一麵兩吃，酷

吧！ 

    阿嬤 a 相思麻醬麵，三合一芋香

米(芋頭粿+香腸+米腸)、六星金粽、

阿公碗粿、綜合湯、肉粽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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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偉麵食 

 

 

 

6.鹿港扁食 

 

 
 

 
 
 
 

    「三缺一麵到立偉」經過學生們

口耳相傳，台中最美味的麻醬麵一定

到「立偉麻醬麵」享受一頓帄價的美

食，獨家麻醬濃、純、香，客人自己

加麻醬，濃淡口味自己調配。另有多

種湯品可搭配，另人回味不已。 

台中最美味的“三麵一吃”麻醬麵，在麵上

淋肉燥、麻醬、特製花生醬，空心菜沾著三

種醬料和著麵一起吃，味道特別順口。麻醬

之所以濃、純、香，是因為老板娘親自下廚，

使用黑、白芝麻、純麻油及特製香料下去提

煉，口味獨特。只要跟阿姨說一下，她會先

幫妳加好肉燥和花生醬，芝麻醬在桌上可以

自己隨便加。 

鹿港扁食主要功應鮮蝦扁食

麵，另外依照進貨食材，供應現炒。

鹿港扁食每日主要供應鮮蝦扁食麵

及古早味什錦麵，另外如顧客有需

要亦可當日進貨食採，提供各式現

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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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發現炒 

 
 
8.承記 

 
 

9.林記 

 

    阿發現炒固定供應的產品有

排骨飯、另外每天依照進貨，提

供各式現炒、合菜是您用餐的好

選擇。 

    承記是歷經三代傳統的古早味，限

量純手工製作，決不添加防腐劑，夏季

提供米苔目、粉粿；冬天有肉圓湯等，

歡迎前來品嚐。 

    除了有甜湯還有肉粳、肉圓，但是

我們只有看到米苔目、愛玉、粉粿之類

的，沒有看到鹹食，不知什麼時候才有

賣？（後來找到網路上有人說是農曆三

月到八月賣冰，農曆九月到正月賣肉

粳、肉圓湯）。 

林記古早味的傳統古早味餐點，包

括有清粥小菜、炒麵、炒米粉及各

式湯品，另有夏季限定的台中獨有

蔴薏湯，讓你來一趟，嘗遍多種古

早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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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六角美食二巷 

1.王菜頭粿 

 

2. 琮記美食行 

 
 

    林記麻薏湯裡面有麻薏、小魚乾四塊番薯、麻

薏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大約會賣到中秓節前後。

老闆娘說每個人喜歡的溫度不同，她剛煮起來時，

客人會喝到熱的麻薏湯，若是湯放涼了，客人就會

喝到涼涼的麻薏湯。不過客人都很和氣，沒有人要

挑剔溫度，老闆娘說有些人喜歡喝冰的，就會買回

家放冰箱，若是想喝的，可以放微波爐加熱一下即

可。老闆娘的麻薏湯都是每天現煮的，往往賣完一

鍋，才會再揉搓麻薏，現煮麻薏湯，所以不會擔

心吃到隔天的麻薏湯。 

    王菜頭粿第二市場三民路口總是擠滿

了來吃「菜頭粿」的人，店家提供傳統美

味的菜頭粿、飽滿緊實配的糯米腸，搭配

醬油膏及特調橘紅色沾醬，完美結合。店

裡招牌組合菜頭粿+米腸+蛋，美味集合一

次享受，受到許多顧客的青睞。 
    菜頭粿的口味跟小時候的一樣，是單

純的用菜頭跟米漿製成的，簡單有菜頭香

味，綿密易化。看似帄凡的米腸，裡頭的

調味很簡單油蔥跟胡椒，卻把米香帶出

來，愈嚼愈香，加上腸皮薄又脆口，完全

沒有吃米腸腸皮咬不爛或咬不斷的問題。 

    琮記美食行為純米磨漿，以手工做

的芋粿、港式蔡頭粿及蔥抓餅，在第二

市場賣了 20 多年。 
    香煎芋粿，勾引過路人的食慾，一

吃之下才發現芋香粿 Q，外酥內扎實，

菜頭粿以港式口味精緻，一吃還會上

癮。蔥抓餅層次多，香酥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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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忠行春捲皮 

  

5.丁山肉丸＆茂川肉丸 

   
  
 
 
 

    文忠行是一家 60 年純手工製造老店，太極功夫抹出來的春捲皮香 Q 有勁，

春捲皮品質有信用、品管有嚴格。薄度恰恰好，因為熱度夠才不易破，口感也

與眾不同，做潤餅’炸春捲均可用。 

    老闆展現熟練的烙春捲皮功夫，據說一斤的麵粉糊半小時可烙完，單張不

用三秒便可成張春捲。濕潤的春捲皮嚐起來 Q 韌軟嫩，單吃的滋味就很滿足，

想不到簡單的食物中可以嚐到著幸福的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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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山肉丸擁有八十年歷史的丁山肉丸，期於民國 10 年至今，是第二市場的

老店，是由孫丁山老先生於民國十七年創立，日治時期孫老先生向一位老婆婆學

做肉丸，再由父親挑著扁擔沿街販賣，後於第二市場內設一固定攤位，並取名為

「小香村肉丸」，之後孫老先生以其本名將店舖更名為「丁山肉丸」，並沿用至今。 
   丁山肉丸皮 Q 餡料多，外皮採用舊在來米製作，經過熬煮、冷卻再摻入樹薯

粉，彈性極佳，內餡特選溫體豬後腿肉與大坑麻竹筍，用小火慢炸，外皮愈炸愈

有彈性，且炸油是老闆自製的純豬油，乾淨衛生不油膩，搭佐紅、白醬一起食用。

許多老一輩的台中人，都曾為這傳統的肉丸著迷，上一代帶著下一代來吃，店家

與顧客都是這樣一代傳一代，肉丸的美味也得以常傳香 
 
    茂川肉丸已傳承 80 年之久，起於民國 10 年第一代始「丁山肉丸」，在經營

數十年後由第二代接手，並更名為「茂川肉丸」，再於民國 61 年由第三代續營，

並承先啟後，新增了餛飩湯及紅油抄手，直至 90 年由第四代執掌經營，分為兩

家，一家仍名為丁山肉丸，而另一家則名為「茂川肉丸」。 
    茂川肉丸的肉丸配餛飩湯是客人最愛的點法，淋上紅白醬料的肉丸，外皮軟

嫩彈牙，內餡的豬肉辦上筍絲，香濃多汁，配上滑嫩餛飩，獲得飽飽的滿足。好

康報報:低溫安配到府。 
 
6.顏記肉包 

  

一顆三十元的肉包，在肉包界真的不算便宜，而顏記的肉包看起來蠻飽滿

的，撕開來看看肉包的內部，微微的湯汁還保留在肉包裡，內餡的香氣隨著肉包

外皮的撕開而散發出來。 
品嚐了一下，肉包外皮屬於較紮實的口感，相較之下以前嚐過的人氣肉包，和大

都是麵皮較嫩的口感有所差異，紮實的包子皮，反而更有飽足感。而內餡新鮮豬

肉含著湯汁，吃起來不會太乾，而且口感紮實,總體而言，還不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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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上一碗滿滿有十顆左右的餛飩的餛飩湯。每一顆餛飩的形狀都相當漂

亮，看起來晶瑩可口，大小也都是一口剛好的小巧模樣，吃起來，飽滿彈性，內

餡的香味充滿口中，和肉包搭配一起食用，就又是一道台中人最愛的老味道。在

用餐過程中，不少人是一盒一盒的外帶，可見台中顏記肉包的受歡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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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六角美食三巷 

1. 嵐肉燥專賣店 

 
    嵐主打用餐好環境，除現場品嚐外，還可以外帶回家簡單做料理。他們的肉

燥以獨家秘製的肉燥打響名號，獨家秘方技術，慢火精熬的肉燥，和天然食材每

日現熬湯鮮色清的好湯頭。除了肉燥飯，肉丸子、梅花肉、排骨酥都是熱銷商品，

位處市場窄巷道，嵐肉燥貼心的發放號碼牌，以舒緩周圍商家的購物不便，顧客

也無頇佇立窄道，可以依號碼牌用餐或取外帶。 
 
2.聰明擔仔麵 

  

    民國十年，第一代老闆林聰明自鹿港到台中，在第二市場邊挑扁擔賣麵，他

獨特的湯頭是以大骨、干貝熬湯，加入炒過的瘦肉、冬蝦、蔥酥，煮滾後放置甕

中三天，讓滷料吸收湯汁入味，在擔仔湯麵或綜合丸湯中加入滷料提味，搭配爽

口清脆的豆芽和韭菜。熟門道的老客人吃爌肉飯，選用肥瘦適中的豬後腿腿庫（大

腿部位），混合三、四種香味、色度以及鹹度各不同的醬油，調整出最恰當不會

死鹹的味道下去滷，再加點蔗糖提出豬肉的甘味，其中最大學問在於煮滾之後，

以慢火焢一小時的火候掌控，將豬肉的油逼出來，皮與肥肉則香 Q 滑嫩又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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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魚皮李滷肉飯 

  
 

 

 
4.中大魯肉飯 

  

    中大魯肉飯創立 1965 年,主要供應魯肉飯和豬腳飯，夏天特別供應蔴薏湯。

另外製作有各項檢驗合格的真空檢驗合格的真空蹄膀禮盒。他們的魯肉還細分為

各部位，愛吃哪個部位就點哪個部位，隨自己喜歡的。如果是很喜歡入口即化的

軟爛口感的話，那應該來嚐嚐中大魯肉飯，「我覺得」他們跟山河魯肉飯的不同

之處，他們連瘦肉的部分都魯得很爛，而且肉很嫩很嫩，不過魯汁不比山河來得

香，各有特色。 

    魚皮李魯肉飯擁有 50 年歷史，

以魯肉飯配魚皮湯跟小魯菜，以及炒

小菜聞名。以新鮮豬肉及簡單的配

料，滷出原汁、原味、香又 Q 的滷肉。

魚皮湯是古早作法，大骨熬湯家獨家

配料，煮成湯頭非常好吃。 

    點魯肉飯的時候，老闆娘很熱心的來

問肉要選怎樣的，為了爆表的膽固醇選了

全瘦的，全瘦的肉最怕的就是肉會太柴太

乾，不過這裡的不會，而那個肉汁真的很

香很配飯，飯拌一下就可以扒入一大口，

而那二塊配菜是醃大頭菜，也醃的很好吃

很脆，讓人吃這碗魯肉飯的時候不會覺得

太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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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海滷肉飯 

 
 

 
6.山河魯肉飯 

 
 

    李海魯肉飯本店三代 80 餘

年經營，魯肉用古方調製，台灣

土產黑豬肉，口味又香又 Q。並

提供有各式湯類：豬肝湯、豬心

湯、蚵仔湯、冬粉肉圓湯等，十

餘種現炒小菜、魯肉飯可外帶，

福務親切，衛生第一。 

    滷肉可以選擇肥多或瘦多或肥瘦適

中的肉。老實說，這肉雖然看起來油滋

滋的，但若沒有挾著一些肥肉一起吃，

那還真是不對味，這肉滷的很好。肥都

肥得這麼好吃，真的入口即化，反而還

覺得瘦肉太乾呢! 

    山河魯肉飯除了賣他們的

招牌，滷肉飯之外，還有很多

的配菜可以自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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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六角輕食固一巷 

 

1.楊媽媽立食 

 
 
2.老賴茶棧 

 

    著名的老賴茶棧於 1972 年起源於台中第二市場，當年賴成模老先生以自製

的紅茶、豆漿和青草茶在大台中地區打響了知名度，僅兩坪大的攤位總是擠滿排

隊購買的人潮，市場裡人手一杯老賴紅茶的景象，即使是三十五年後的今天也未

曾改變。除了冷飲外，每年 11 月至 3 月份會特別推出紅豆餅，冬季限定的美味

小吃，更溫暖了顧客的心。 
    老賴茶棧現已傳承至第二代，由賴老先生的兒子接手經營，秉持古法製作的

原則、堅守父親的好手藝，繼續於第二市場內服務。從 2002 年開始，老賴茶棧

開放台中縣市加盟，讓喜歡老賴的朋友也能一起加入傳統古早味的行列。1983
年正式取名為「老賴紅茶」。「老賴紅茶」主要是因為茶品喝起來順口不澀，且充

滿茶的清香，又不甜膩。 
 

    楊媽媽立食創立於民國 80 年，除提供新鮮生

魚食材外，並有自家精心製作的野生屋魚子、煙燻

火腿及美式沙拉醬。食材均由日本每周直送，罰站

也值得的好滋味。 
    以每人 800 元的價位可以吃到新鮮的刺身拼

盤，很物超所值了。木盒內有放冰塊，好讓客人一

邊聊天一邊用餐，楊媽很細心的講解，該怎麼動手

吃這盤生魚片，由白肉到紅肉，顏色由淺到深，這

樣就可以細細品味食材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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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卲鋒愛玉檸檬 

 
 
4. 三寶剉冰 

 
    三寶剉冰位於水果廣場的三寶剉冰是一處鬧中取靜的好地方，販售各式剉

冰，另(冰和熱)咖啡飲料及果汁，貼心為您準備有無線上網的服務。 

在歷史悠久的台中市第二市場裡，有一家賣了 60 多年的承記米苔目，純手工製作的

米苔目滑 Q 彈牙、冰涼沁心，許多人來逛市場時，總不忘吃一碗米苔目消消暑，傳

統古早的好滋味，讓老一輩顧客難以忘懷，更讓年輕族群大大讚賞。 
    米苔目選用純在來米製作，口感 Q 軟滑溜、彈性十足，搭配綿細的刨冰與自家

熬煮的糖水，冰冰涼涼好消暑，最適合夏天品嚐！另外，還可加入飽滿分明的紅豆

或是 Q 脆透明的「ㄉㄨㄞ ㄉㄨㄞ」粉粿，別有一番風味喔！ 

    卲鋒愛玉檸檬以手工製做

的愛玉凍，搭配現榨檸檬汁是

一種傳統覺妙的組合。另外還

有新鮮現榨的柳橙汁、葡萄柚

等，提供你健康的好選擇。 



25 
 

3.2 圖例說明問題點並做簡易改造方法 

 

本小組經由研究發現及實地訪查，以下幾項問題還需要加強改善。 

 

3.2.1 第二市場外圍牆面的改造 

 

(一) 外觀原本舊有風貌已不如往年，經過此地不容易吸引遊客的注意。(如下圖) 

  

改造方法：可參考台中宮原眼科(下左圖)新舊建築並存的方式加以作改善，加強

牢固舊建築的功能，再配合環保創意的新式風格建築以及宜蘭傳統藝術中心(下
右圖)紅磚街景，如此一來第二市場就有引人注目的外觀樣貌。 

  

改造方法 2：外圍可運用帷幕玻璃建置，帷幕玻璃能將雨水作回收的功能，亦可

加入 LED 功能，讓第二市場在夜晚也能盡情綻放風采。(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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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第二市場雜亂無章鐵皮屋頂的改造 

 

(二) 雜亂的鐵皮屋頂覆蓋掉整個六角樓的特色建築。(如下圖) 

 

改造方法：可運用黑瓦代替死陳的鐵皮屋頂，整體看上井來然有序，將第二市

場古色古香的傳統樣貌發揮的淋漓盡致，也可加入天窗增強通風功能。(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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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第二市場內部環境 

 

(三) 市場內通風不佳，顯得陰暗潮濕，採光度不好僅靠日光燈。(如下圖) 

  

改造方法 1：可利用玻璃採光罩替代外圍死板的鐵皮構造，讓市場內能吸收到自

然的光線又能節能環保，玻璃部分亦可參採用 LOW-E 膠合玻璃，降低日曬影

響，亦可設計成自動化天窗，保持良好的通風，或者市場內置入空調除濕功能，

不會帶給人陰暗潮濕的感覺。(如下圖) 

  
改造方法 2：市場內走道可採挑高式建築，整體看起來更加清新寬闊。(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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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第二市場攤位動線 

 
(四) 攤販劃分並未規劃完善，許多攤位桌椅都擺放在走道上，觀光的動線明顯

不是很好，環境令人感到雜亂不堪。 

  

改造方法：目前內部攤販規劃已有初步整頓，後續再依照販賣品項作分區，可

參考台北士林夜市攤位排列，例如：美食區、蔬果區、飾品區等，給予來客有

良好的觀光動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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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第二市場管線外露問題 

 

(五) 第二市場管線外露的問題相當的嚴重，抽風設備也被雜物覆蓋，有損第二

市場門面。(如下圖) 

  

  

改善方法：將管線排線重新作規劃，並且統一管線的顏色，整體看來就不會顯

得雜亂無章，給人舒服乾淨俐落的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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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第二市場文藝氣息的提升 

 
(六) 建立第二市場舊物時光長廊，讓遊客對市場有更深入的了解。 

 

改善方法：利用利用武德宮一旁的機車停車場建造一個時光迴廊，擺放古文物

及舊時相片，讓第二市場沿革及發展特色利用時光迴廊展現出來，同時也能結

合市場內的廟宇--武德宮的歷史文化作歸納，這樣就更加提升了市場整體藝術氣

息。(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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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翻修部分 
第二市場興建於 1917 年，隨著時代的變遷，早年的風華已不復存，內部環境髒

亂、房屋老舊不堪，於是市府於民國 93 年整治，以保存歷史意義及「除舊佈舊」

為主，設計需要為改善排水、通風、採光、水電、隔水、結構、防災等，其中整

治重點為店家沿街立面，拆除突出建物、遮雨蓬，統一店家招牌，水電設備管線，

地磚鋪路，強化六角樓的歷史特色，整體設計概念以復古風格為主，在上一章節

本小組已藉由範例圖從大表面到小細節的部分條例出改善方法。 
 
4.2 交通宊排 
第二市場位於台中市中區，為早期都市發展中心。相鄰的中正路為省道 12 號，

往東可到台中火車站，向西可達國道 1 號，四通八達。中正路、三民路上也有許

多公車、客運設站，鄰近也有興中停車場，相當方便。在調查資料統計中，消費

者來第二市場的交通工具自用轎車高達 59%，其次為摩托車及徒步，搭公車的反

而很少，因為大多數的人多半是從車站搭到台中市郊、沙鹿、清水等地，第二市

場只是路線中的一站，因此很少會有人搭公車到第二市場，所以本小組在新的規

劃中也將交通列入考量，於市場內建造停車場，降低交通方面的問題。 
 
4.3 營業時間 
基本上以不影響原本店家的營業時間為主，在攤位動線上做適當的配置，無論是

早晨或半夜肚子餓，只要來到第二市場，都能立即享用到美味的食物，這也充分

表達了本小組開頭的標題「飢不擇食，無餓不坐」，重新創造第二市場的契機，

提升當地店家的銷售利益，不僅讓老饕們不用害怕這裡會從此消眾即逝，還能夠

吸引更多外地來的人一同分享這樣的好味道。 
 
4.4 強「市」回歸 
最後以這張圖片再次強烈表達本小組對於台中市都市創造計劃的熱愛以及讓第

二市場重返商機的決心，希望藉此得到大家的認可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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